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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郑旋
通讯员 朱宏亮 李杏

为了让群众“最多跑一次，跑也不出
村（社区）”，长沙市望城区积极探索推进
“就近办”改革，将政务审批中227项民生
事项下放到园区、乡镇（街道）、村（社区）
办理。目前，这些事项在14个乡镇（街道）、
130个村（社区）全部实现正常办理。其中，
需要上级相关部门审批，且当日不能办结
的事项，也可由村（社区）代办。

民生事项最大程度就近
办理，周末不打烊

今年51岁的姚觉高家住望城区茶
亭镇苏蓼村， 离区雷锋政务超市35公
里、镇政务服务中心15公里。不久前，他
喜得孙子，想到要办理新生儿医保，他有
点发愁。后来听说村里就可以办，他带着
户口簿来到村公共服务中心， 到窗口进
行录入核定后， 通过微信完成了缴费。

“不用到镇里开证明，也不用到区里交钱
办手续，太方便了！”姚觉高说，相比以
前，现在办事真方便，可少跑好多路。

为深入推进审批制度改革、 更好服
务群众，今年5月以来，望城区将原由区

直部门办理的227项民生领域政务服务
事项下放到园区、乡镇（街道）或村（社
区），最大程度就近办理。其中，79项下放
园区、乡镇（街道），125项下放村（社区），
23项实现以其他方式就近办理。全面推
行“前台综合受理、后台分类流转、统一
窗口出件”，尽量方便群众办事。

“227项事项涉及民政、人社、卫计、
教育、公安、住保、残联、公积金中心等16
个部门，包括高龄老人生活补贴、老年优
待证、婚育证明、求职登记、困难残疾人
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办理等
在内，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望城区政
务中心主任黄定介绍，园区、乡镇（街道）
和村（社区）公共服务中心统一设置有综
合窗口和帮办代办窗口， 办事不再按业
务部门分类， 群众只需提交申请及相关
材料，其他由政务工作人员“流水作业”
搞定。

记者实地走访发现， 在望城区，村
（社区）一级公共服务中心的功能在不断
提升与丰富，群众足不出村（社区），就可
享受优质的党务、政务、村务和社会事务
等服务。

“周末放假，也可到社区来办事，很
多业务只要跑一次。”月亮岛街道杨丰社
区公共服务中心主任李浪说， 根据市民

需要和实际办件量， 服务中心通常会视情
况在周末增加窗口服务工作人员。

目前， 望城区所有下放基层的民生事
项已在14个乡镇（街道）、130个村（社区）
实现正常办理。据统计，最近1个月，仅居民
最低生活保障、生育登记、城乡居民基本养
老保险参保审核、 就业失业登记证办理等
事项，在村（社区）办件量就分别超过1000
件，总量逾5000件。

政府服务越来越好， 办事
不出村，证件送上门

不回避不拖延，真正把力量沉下去，全
面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这是望
城区推进“就近办”改革的方向。

“政府服务越来越好了，办事不出门，
证件还送上门！”家住茶亭镇梅花岭社区的
76岁老人谭德年瘫痪在床，儿女又不常在
身边， 当他为办理企业退休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认证而苦恼时， 社区工作人员廖加平
主动上门服务，全程代办。

望城区编办相关负责人介绍， 结合网
格化管理模式，望城区在全区130个村（社
区）建立起“帮代办”队伍，由干部跑路，为
群众提供上门取件、送件、咨询等服务。同
时，各园区也建立起重点项目代办队伍，让

企业少跑腿。
由于年迈行动不便， 桥驿镇洪家村村

民陈祥顺在村干部代办下， 出证当天即拿
到了老年证； 家住白沙洲街道马桥村的何
建国， 因患有精神疾病， 也由村干部全程
“帮代办”残疾证……

一个多月来，在望城区，很多人享受到
了帮办、代办服务的便利。更重要的是，越
来越多的群众开始发自内心认可， 政府越
来越亲民爱民，政府办事效率也越来越高。

为了更好服务群众， 望城区已对全区
14个乡镇（街道）、130个村（社区）的370余
名服务窗口工作人员进行集中培训， 重点
针对老年优待证、 困难居民医疗补助办理
等45项群众办件较多的具体服务事项，进
行了专项业务培训。

此外，望城区还加快推进“互联网+政
务服务”平台建设，对现有网上办事大厅进
行升级改造， 将相关部门业务网络延伸到
乡镇（街道）、村（社区），打造网上服务快速
通道。

湖南日报7月1日讯（记者 王晗 李
国斌 通讯员 肖强） 记者今天从长沙市
公安局交警支队了解到， 为进一步优化
配置路内停车资源， 长沙交警部门将在
城区古曲路、友谊路等11条道路新增路
内限时停车位1071个，全市城区路内限
时停车位总数将达到1673个。

随着机动车增多，停车难、停车乱
问题日益突出。经过调研，长沙交警部
门决定新增一批路内限时停车位。为减
少路内停车对机动车、非机动车正常通
行的影响，新增路内限时停车位允许停
车时间统一设置为晚上8时至次日早晨
7时。

长沙交警部门表示，为加强路内限
时停车位管理，交警部门将采取警力巡
查和交通电视监控设备抓拍方式，对不
按规定停放的机动车交通违法行为进
行记录，并对当事人依照“违反禁止标
线指示”的处罚标准进行处罚，即罚款
100元、驾驶证记3分。

湖南日报7月1日讯 （记者 肖军 黄巍）7月1日16时
15分许，在沅陵县二酉苗族乡乌宿村一处突发山体滑坡
的非地质灾害点，最后一名被困群众被救出。在这次灾
害中，共有12名群众被困，其中2人经抢救无效死亡，另
外10人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6月30日21时30分许， 乌宿村一处非地质灾害点发生
突发性山体滑坡，造成7栋民房倒塌，12名群众被困。灾情发
生后，当地紧急启动应急预案，市主要领导赶赴现场指挥救
援，市县乡村陆续投入救援人员333人、车辆44台。省国土
资源厅也派出专家，连夜赶到现场进行技术指导。

沅陵一非地质灾害点
突发山体滑坡

湖南日报7月1日讯 （记者 谢璐 通讯员 杨园）6月
30日，“锦绣潇湘·快乐长沙”2018年度“铜官窑古镇杯”
文旅创客大赛在长沙拉开序幕， 广邀全国创客为湖南文
旅产业发展“加码”“赋能”。

这次大赛以“文创赋能、匠心铜官”为创作主题，以湖
湘文化、铜官窑陶瓷文化、“黑石号”为代表的海上丝绸之
路文化等为创作元素，通过“文旅创客大赛+文化特训营
+项目孵化落地”等环节，面向全国征集旅游商品、非遗
手作、本土特产、时尚食品、服饰家纺、创意工艺品等文旅
创客项目，让市民和游客“看得上、带得走、送得出”。

这次大赛由省旅发委、长沙市政府联合指导，长沙市旅
游局、长沙市望城区政府共同主办，长沙市望城区旅游局承
办，长沙新华联铜官窑国际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执行。大
赛主办方介绍，比赛将持续至11月，最终评出的“十强团队”
将获得总计超200万元的奖金及落地政策支持。

“铜官窑古镇杯”
文旅创客大赛启动

长沙城区新增路内
限时停车位1071个

湖南日报记者 肖洋桂
通讯员 田继舫 刘杰

6月30日， 记者夜宿澧县涔南镇双
铺村自然村黄家套农家，听到阵阵蛙声。

第二天一早起来， 出门欣赏美妙的
田园景色。一片庄稼地里，几位村民在忙
活着。靠近一看，原来,他们在给幼小的
青蛙喂食。青蛙在稻田里欢快地跳跃着，
呱呱声此起彼伏。

村民黄维介绍，他正在尝试“稻蛙共
生”的新型种养模式。绿色种田、生态养
蛙，青蛙吃虫、蛙粪肥田，优质稻加青蛙
年产值每亩可达万元以上，“这个水稻叫
巨型稻，可长2米多高。到了秋季，沉甸甸
的稻穗下，青蛙会长得很肥硕。”

今年35岁的黄维是土生土长的黄
家套人。他告诉记者，黄家套原是富饶之
地， 位于著名的古城遗址城头山和鸡叫
城之间，被水系环绕。大学毕业后，他在
长沙从事外贸工作。2014年， 他随父回

乡，发现黄家套这一带荒芜了，有些稻田
无人耕种，也难听到蛙声了。这对黄维触
动很大，他决定回乡发展农业。

他以高于市场价一倍的租金， 租下
黄家套500余亩土地，并请来农艺师，建
土墙、搭大棚，搞起了现代种植。

“发展农业、振兴乡村，不能用传统方
式，得靠技术。”黄维说，其庄园大棚一端为
土墙， 在保温保湿以及抵抗雨雪冰冻天气
方面有优势，寒冬里也能种出新鲜的果蔬。

黄维还劝说父亲黄明清也回来参加
农业开发。为实现循环利用，庄园里建起
了大型沼气池， 用采摘后剩余的菜叶生
产沼气，沼渣用作肥料。管道铺设到田间
地头，配好微量元素肥料，只要把阀门打
开， 一个人一天能轻松完成二三十亩庄
稼施肥浇水任务。

记者走进温室时， 来自山东寿光的
高级农艺师潘兵安正对着监控显示屏控
制温度和湿度。经4年建设，黄维的庄园
成为了集餐饮住宿、生态观光、采摘游乐

等于一体的休闲农庄，注册了“黄家套”商
标， 获评为全国蔬菜标准园， 年接待游客
30多万人次。

周边村民也受益很大，180多位村民
长期在庄园里务工， 人均年收入2.5万元。
年过六旬、 负责庄园内绿化的张昌云夫妇
两人，一年收入有六七万元。见家乡发展越
来越好， 常年在广东务工的村民汪娟也回
来了， 在庄园里从事她擅长的酒店管理工
作。她说，收入跟外面差不多，还可以照顾
家里老人和小孩。

目前， 黄家套庄园正规划建设目前澧
水流域规模最大的田园综合体， 项目已纳
入澧县产业立县三年行动计划。 涔南镇正
计划以黄家套庄园所在地为核心， 建设
8000亩果蔬走廊。

双铺村党总支书记黄生俊说， 黄维和
他父亲改变了乡亲们对农业的观念。 他们
每年还免费培训村民， 让大家学习现代农
业技术。现在村里已涌现一批致富带头人，
土地不再荒芜，蛙声也随时能听到。

湖南日报记者 颜石敦 通讯员 邓滢琦

6月30日早上， 郴州市北湖区燕泉
街道燕东社区食品加工城， 年逾古稀的
李新彩在给瘫痪在床的邻居张满英喂
粥。

今年74岁的李新彩，佝偻着背，身高
不到1.5米。她因长年劳累患有严重的骨
质增生，走路时需一只手撑扶着大腿，一
步一晃的。 但自2017年2月张满英生病
瘫痪以来，她就坚持每天义务照顾，生死
相依。

两人生死相依的背后有缘由。
那是2016年初春的一天，李新彩在

小区内散步遇见邻居张满英， 两人一见
如故。

张满英丈夫去世多年，3个儿子都在
外打工。张满英和李新彩约定，以后不管
谁遇到什么难事都要互相照顾。

2017年2月，64岁的张满英因脑梗
塞造成下半身瘫痪，生活无法自理，李新
彩主动揽下照顾张满英的重任。

张满英中风后腿脚不便， 平日里只
能用胳膊支着板凳缓慢地挪动，吃饭、穿
衣、洗澡、上厕所……都需要人照顾。

每天早上7时，李新彩就到张满英家
做早饭，上午再来帮她洗衣服、搞卫生、
做午饭，一天要为她换洗几次衣服、擦几
次澡。李新彩家有个孙子在读高中，她除
了照顾张满英，还要给孙子做饭，天天两
头跑。

李新彩对张满英比自己的亲妹妹还

亲。夏天，为了让张满英睡得安稳些，李新
彩用蒲扇给她扇风、降温；冬天，帮她把饭
菜加热、换上厚厚的被褥，让她不受冻。

李新彩的热心助人， 子女最初并不理
解。李新彩丈夫早逝，独自一人抚养4个子
女，好不容易儿女们长大了，该她享福了，
却在2014年查出早期胃癌。“她都到了要
人照顾的年纪了还来照顾别人。”儿女们对
此也曾有抱怨，劝她不要管闲事，但她说不
能丢下张满英不管，说：“承诺的事，再难也
不能失信。”

“今年3月，老姐在煮饭时不小心烫伤
了手臂，我当时叫她别管我了。”张满英哭
着说道。

李新彩连忙劝慰道：“老妹莫哭， 只要
我还有力气，就要照顾好你。”

湖南日报7月1日讯（记者 颜
石敦 通讯员 何庆辉 欧育东 ）6
月29日，2018年“中医中药中国
行”活动在郴州市北湖公园举行。

“中医中药中国行”是由中宣
部、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共同主
办的大型科普宣传活动， 至今已
开展10年，今年的活动以“传播中
医药健康文化， 提升民众健康素
养”为主题。活动当天，当地中医
医务人员表演了八段锦养生保健
操， 并进行了免费义诊及健康咨
询等。 活动现场设置了饮片辨识
宣教区、中药膏方养生膳品区、中
医传统经典诊疗区、 中医传统经
典治疗体验区等， 郴州市中医医
院等向市民展示了火龙灸、 李氏
虎符铜砭刮痧等医技。

湖南日报7月1日讯 （通讯员
杨卫星 吴涛 记者 周俊） 近日，
涟源市六亩塘镇康坪村一栋楼房
的二楼突发大火。 屋内传出呼救
声， 但刺鼻的浓烟让大家不敢贸
然入室。危急时刻，回家休假的现
役军人康莹破门而入， 将困在屋
内的一个小孩和一个老人救出。
随后， 他又冲进屋里， 打破窗玻
璃，让浓烟散出，并与随后进入的
村民一起救火，最终将火扑灭。

“我当时正带着孙子午睡。”
被救出的老人心有余悸地说，“醒
来时，窗帘都烧起来了，屋子里全
是烟，什么也看不清，幸亏这个小
伙子及时进来，救了我们！”

“中医中药中国行”
走进郴州

休假军人火中救人

黄家套：又闻蛙声一片

老百姓的故事 古稀老人李新彩义务照顾瘫痪邻居张满英———

“承诺的事，再难也不能失信”

将227项民生事项下放基层办理———

望城力推“就近办”改革

7月1日，岳阳市南湖新区南湖水域，“党员义务巡逻队”保洁员在清理河面漂浮物，并喷射高效环
保微生物菌剂净化水质。今年来，南湖新区5个街道120多名党员深入一线，开展水面与岸线的巡查、
打捞及净水任务，为改善南湖生态环境保驾护航。 湖南日报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谢少杰 摄影报道

党员护水忙

乡村振兴纪实新闻集装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年 7月 1日

第 2018175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1983 1040 2062320

组选三 882 346 305172
组选六 0 173 0

3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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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0 5972248
4 172168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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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7月1日讯（记者 李治）来自长沙县黄兴会
展经济区的年轻干部寻芳，6月29日来到县委组织部年轻
干部科，上交个人信息、青训营表现材料、荣誉证书等成
长档案资料。

在长沙县， 成长档案已作为年轻干部大数据分析的重
要组成部分。大数据收录了对年轻干部的实地走访、谈心谈
话等内容，同时整合了绩效考核、日常考察等多项数据，通
过数据分析结果，基本可以实现对年轻干部的精准“画像”。

成长档案是长沙县培养管理年轻干部的重要手段之
一。2016年9月起，为加速年轻干部成长成才，长沙县制
定出台《青年干部成长工程三年行动计划》，创办青年干
部训练营，对全县30岁以下年轻干部进行不脱产强化轮
训，每期轮训100名学员，时间为45天，通过封闭式军事
训练、课堂教学、党性锤炼等形式，让学员们在“比学赶帮
超”中提升自我。

通过探索实践， 长沙县逐步健全完善了年轻干部选
拔、培育、管理、使用环环相扣又统筹推进的“三个三”全
链条机制，即：“三个面向”，面向一线、面向基层、面向未
来培养选拔年轻干部；“三个平台”，搭建一线实践锻炼平
台、 青训营政治历练平台和大数据比选平台；“三个一
批”，通过“三个平台”生成近期提拔一批、岗位磨炼一批、
跟踪了解一批“三个一批”名单。

通过科学比选， 年轻干部任用规范而有活力。2016
年9月以来，长沙县分三期选派301名年轻干部参加青年
干部训练营，选派近120名年轻干部到“急难险重”岗位
进行锻炼，已提拔35岁以下年轻干部82人，其中青年干部
训练营优秀学员18人。

“神秘湘西”评出“十佳导游”
湖南日报7月1日讯 （记者 陈昊 通讯员 杨帆）6月

29日晚，第四届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神秘湘西”导游
大赛决赛落下帷幕，评出了比赛三甲和“十佳导游”。

这届比赛历时1个多月，以“树职业道德、赛服务技
能、展导游风采”为主要内容，自治州各旅行社的导游、景
区讲解员、职业院校旅游专业学生等100多人参赛。

自治州旅游发展和港澳外事侨务委员会相关负责人
表示，大赛不仅是选手之间的技艺比赛，也是对自治州旅
游形象和导游风采的集中宣传和展示， 对加强导游队伍
建设、加快自治州旅游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 � � �长沙县“三个三”全链条机制
培养选拔年轻干部

成长有空间
干事有平台


